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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挖掘技术是采集检索海量学术文献资源所必需具备的。文章分析了知识挖掘的四大关键
技术：联机分析挖掘技术、Web 挖掘技术、数据仓库技术和信息可视化技术，重点研究了海量学术文献
资源的用户知识挖掘和学科知识挖掘模式，详细探讨了海量学术文献资源知识挖掘创新模式：知识服
务、Lotus 知识发现、综合知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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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ining Technology and Modes of Huge Amounts of Academic Literature Resources
FANG Ting
(Library of Wuhu City Anhui Province,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thesis,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knowledge discovery techniques to collecting huge
amounts of academic literature resources is analyzed at first. The four key knowledge discovery techniques are
then introduced: online analytic mining (OLAM) technique, Web mining technique, data warehouse(DW)
technique,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User knowledge mining mode and subject knowledge
mining mode of huge amounts of academic literature resources are further studied empirically. At last,
innovative knowledge mining modes of huge amounts of academic literature resource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s:
knowledge service mode, Lotus knowledge discovery mode, and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mining mode.
Key words: huge amounts of academic literature resource; knowledge mining; knowledge discovery
图书馆海量学术文献资源知识管理已经从手工

等进行推理，为读者提供所需的知识。海量学术文

管理、计算机管理向网络化管理改进，目前图书馆

献资源数据库中的知识挖掘主要是用一些复杂的统

领域的研究热点就是智能化、个性化管理。通过对

计分析及模型技术，在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中筛选出

读者的查找计划，比如想要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

不清楚、不被人们理解的信息，最终转化为可利用
的信息。通过挖掘技术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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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已有知识＋目标。在知道读者的需求后，通

据仓库原有的数据取长补短。OLAP 分析主要是通

过数据分析，加上原来已有的知识进行计算，帮助

过数据库对模型进行剖析、旋转等方式来得到有用

读者得到他们之前不知道的知识。知识挖掘使人们

的信息，给决策者提供帮助。多维结构是 OLAP 的

找寻知识不再困难。现代图书馆可以根据人们对知

重要组成部分，多维结构里面的维不仅仅指的是三

识的需求程度，对原理、知识信息等进行重新整

维，还可以是超立方体和多立方体的一些结构。

理、规划，提取出最主要的、对人们有用的且容易

OLAP 有 2 个显著特征：一方面是在线性，就是能

识别的信息。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图书馆馆藏

很快感应到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多维性，对统

的海量学术文献资源进行知识挖掘，从而提高馆藏

计分析、整理后的数据再进行多维分析。DM 数据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效率。

挖掘分为 2 个步骤：建立模型和预测结果，通过对

1 利用知识挖掘技术的必要性

各种信息源尤其是最原始的数据进行挖掘。

1.1 采集海量学术文献资源信息所必需

2.2

Web 挖掘技术

现在人们对图书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知识面越

现在网络在技术应用、规模复杂程度等方面都

来越广，对知识以及阅读的需求量更加多样化。图

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包括多行业的内容信息、广泛

[2]

书馆购买图书的费用降低，加大了采购的难度 。

的超链接信息还有 Web 自身页面的访问及使用信

图书馆自动化功能可以产生很多对采购有用的数

息。Web 挖掘指的是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从 Web 文档

据，但是只有那些数据还是不能直接进行采购，需

以及 Web 活动中抽取出人们感兴趣的、对人们有帮

要应用知识挖掘技术，统计各种数据，比如寻找专

助的信息。

[3]

家、查找光盘、调查书籍借还速度等 。知识挖掘

Web 挖掘分为 3 种类型 [7] ：⑴Web 内容的挖

技术帮助采购人员得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是采购

掘。对 Web 自身页面的内容进行挖掘，主要通过对

工作不可缺少的环节。知识挖掘技术在网络上的图

非结构化的数据，像文本、音频、视频以及图形图

书馆智能化系统可以帮助采购人员通过网上合作采

像等多种数据结合的信息进行挖掘。⑵Web 结构的

购书刊，起到预测信息以及决策分析的作用。

挖掘。通过对 Web 页面之间的结构来进行挖掘，通

1.2 检索海量学术文献资源信息所必需

过对 WWW 之间的组织结构以及连接间的关系来推

信息检索方式从索引检索、打孔穿卡片检索已经
[4]

理知识，例如 HITS 算法即属于对 Web 结构的挖

发展到现在的计算机信息检索 。在大数据时代，

掘。⑶Web 使用信息的挖掘。通过 Web 日志文件及

人们需要信息检索更加完整、正确并且快速，而智

相关数据，对用户查看 Web 时留下的记录进行挖

能检索技术可以通过预测读者需求，快速提供检索

掘，从而发现人们查找 Web 页面的规律及模式。

[5]

结果 。知识挖掘技术通过复杂的数据分析，从海

2.3 数据仓库技术

量信息中统计出对人们有用的信息，经过数据库进

数据仓库是由面向主题的、集成的、稳定的、

一步的处理，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从其中得到有用信

并且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数据组成的，对经营管理

息。通过知识挖掘，特别是知识挖掘的分支——文

起决策性作用。一方面，数据仓库用来支持决策，

本挖掘及 Web 挖掘技术得到文本中的有用信息，再

对分析型数据进行处理，与现在数据库的操作模式

把这些信息通过动态方式展现给读者，满足读者要

不一样；另一方面，数据仓库对不同主题、不同来

求。同时，它还可以与计算机存储、组织、管理、

源的数据库进行重新组合。

使用的领域的本关理论、知识事实数据进行交换、

数据仓库系统由 4 个方面组成：⑴数据源，是

联系、集合，这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数据仓库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⑵数据的存储与管

2 知识挖掘的关键技术

理。是数据仓库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数据库的

2.1 联机分析挖掘技术

管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⑶OLAP 服务器。通过

联机分析挖掘技术（OLAM）由联机分析处理

对有用的数据进行分析，按照多维模型结构进行重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LAP）及数据挖掘

组，有利于朝更广、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从而发

（data mining, DM）组成，OLAP 和 DM 是通过数

现未来的走向。⑷前端工具，是由各种报表工具、

[6]

据仓库技术发展而来的信息分析和挖掘工具 ，二

查询工具、数据分析工具、数据挖掘工具等组成。

者相辅相成。OLAP 通过多维数据进行分析，和数

其中数据分析工具主要是针对 OLAP 服务器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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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工具、数据挖掘工具是在数据仓库中使用。

过挖掘技术对学科进行某种分析，得到某些不容易

2.4 信息可视化技术

发现的知识，再形成面向学科的专业知识的海洋。

信息可视化技术是信息科学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正向信息的知觉化、感知化方向发展。信息可

可以观察不知道的那些知识他们之间的某种关系，
从而进行整理。

视化应用领域非常广，由信息的抽取和描述、人工

学科知识挖掘由 5 个部分组成：⑴信息采集。

和机器的交换、数据的挖掘、制图学和成像学等组

知识挖掘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和学科有关的信息。资

[8]

成 。信息可视化能把抽象的数据以及文字信息通

源信息的采集大部分都是从简单到复杂，先整理出

过二维或者多维模式体现出来。在对信息进行可视

自身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再慢慢向其他图书馆、网

化处理时，能够看出数据的属性，那些不容易发现

络机构等进行扩展。⑵信息过滤。指对这些信息进

的数据之间的关系也能清晰地体现出来，用户可获

行筛选，再通过各种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归类整

得更丰富的信息资源。

理。⑶信息汇总。把相同类型的学科知识信息进行

3 海量学术文献资源的知识挖掘模式

整理，形成信息库。⑷信息提供。针对不同用户的

知识挖掘是从海量学术文献资源中挖掘出有用

不同需求提供信息。⑸反馈评价。知识挖掘非常重

的信息，再对相同类型的数据元进行比较、处理及

要的步骤。通过人们反馈的意见，对知识挖掘各方

分类等，得出他们之间的某些关系，从而生成、获

面进行改进。

得更多的知识信息。

4 海量学术文献资源知识挖掘创新模式

3.1 用户知识挖掘

4.1 知识服务

因为读者有需求才有个性化的服务，只有足够

知识服务是通过把一些知识进行重新整理、分

了解读者的需求，才可能设计、构思出能够满足读

类，组成新的知识，以满足不同用户对知识的不同

者要求的更高层次的知识信息。

需求。高校数字图书馆利用查找、整理信息的能

用户知识可以分为 3 类：可以满足用户需要的

力，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知识、本身出自用户的知识和与用户相关的知识，

图书馆提供知识服务，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管

每种知识都有各自的特征。能满足人们要求的知识

理机制，丰富馆藏资源，加强馆际合作，对各种信

是指图书馆能够给用户提供的知识；本身出自用户

息整合、规范，提升完成知识服务的能力。

的知识是指用户表达的知识信息，是在利用图书馆

4.2

Lotus 知识发现

时向工作人员所反馈的信息；与用户相关的知识是

Lotus 是一种新的知识挖掘方式，主要通过知识

指用户在图书馆时需要的信息。用户知识挖掘为图

仓库完成。前端的 Lotus 知识工作站是最基础的关

书馆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充分了解用户，把图

于 Web 的知识信息解决，它融合了 Lotus 先进的门

书馆的管理水平和人们的知识需求相结合，就会形

户技术、实时协作平台以及群组共同协作完成方案

成满足人们需要的个性化服务。

等核心的协作工具与服务，把应用、团队协作服务

知识挖掘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它能把一些人们

和个人服务融合在一起，通过把“人物、地点和事

没有表达清楚的信息挖掘出来，再通过这些信息点

件”这三个不同的知识信息相融合，群组之间的相

预测未来的发展走向。

互协作，让工作人员通过 LotusNotes 客户端或浏览

知识挖掘通过对用户需要什么知识、曾经访问

器进行访问，从而发现、使用和实现知识间的相互

过的记录和某种行为，将这些知识再重新整理、分

传递。后台的 LotusNotes 服务器可总结出“人物、

类、规划，形成一个用户知识的海洋，利用反馈出

地点和事件”三者的关系，从存储在企业的文档、

来的信息，来推测人们以后对知识的需求会往什么

数据库、电子邮件、Web 和 ERP（企业资源计划）

方向发展，根据这些推测，图书馆便能开发出符合

等业务系统的信息库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知识。

人们要求的不同类型的知识。通过时间的不同、需

4.3 综合知识挖掘

要信息的种类不同，把知识种类进行归纳整理、分

双库协同知识发现（KDD&K）是数据库和知识

类划分，从而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

库的综合知识挖掘系统，使知识之间相互组合以及

3.2 学科知识挖掘

知识增加，系统深度知识也是通过它来完成和实现

和用户知识挖掘相似，学科知识挖掘主要是通

深化。KDD&K 系统主要是将原来数据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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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分析、归纳、整理，从而发现更深层次的知
识，即具有无穷尽的知识。KDD&K 系统使用很多
种推理方法，发现的知识是有价值的并且人们能够
理解的。因为数据和知识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 2 个
概念，KDD&K 过程非常复杂并且会有很多方法和
途径的，它和数据库、数据仓库、知识库的组织、
以及人们对最终想要的知识类型息息相关，需要
KDD&K 必须具备很强的知识挖掘能力。
5 结语
知识挖掘的目的是通过最新的智能型工具找到
隐藏在海量学术文献资源中的隐性知识，再形成专
业的知识库和知识仓库。对图书馆馆藏的海量学术
文献资源进行知识挖掘研究，有利于促进馆藏学术
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从而进一步提升图书馆服
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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